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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月 19 日，在上海明天广场
JW 万豪酒店举行了万豪国际集
团与姚基金的合作签约仪式，万
豪国际集团宣布与姚基金开展
一个三年合作计划，向姚基金捐
赠 500 万元用于 3 所希望小学
的建设，携手为中国贫困地区的
孩子带来更多受教育机会。

姚基金由中国著名前篮球
运动员姚明于 2008 年发起，是
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架构
下设立的专项慈善公益基金。 姚
基金致力于助学兴教，促进青少
年的健康发展。 它的目标，是通
过支持青少年发展项目和搭建
公益平台，让更多的人关注贫困
地区青少年， 帮助他们在教育、
体育运动、营养、心理等多个方
面的全面发展。

支持希望小学是姚基金的重
要工作之一。自成立以来，姚基金
在贫困地区已先后援建了 15 所

希望小学， 其学生数超过 9,000
人。除了援建学校，姚基金也与本
地及国际企业合作，开展“姚基金
希望小学篮球季”项目，为中国贫
困地区青少年提供学习篮球的机
会， 让他们通过参与篮球运动来
感受体育精神并建立自信。 在
2012 年至 2013 年间， 约 67,000
人次的青少年参与该项目。

万豪国际集团与姚基金签订
的合作协议为期三年， 万豪国际
集团将捐赠 500 万人民币给姚基
金， 在中国西南地区建立 3 所万
豪·姚基金希望小学，此外，这笔
捐款还将用于支持 2014 年及
2015 年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
其中第一所支持的万豪·姚基金
希望小学已经确认， 它是位于四
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石洞镇的永
寿小学， 万豪将帮助该校重建一
座建于 1989 年的教学楼，确保它
符合抗震标准。通过这次重建，永

寿小学可以为附近三座村落及一
个社区的孩子们提供安全且具备
长期发展条件的学习环境。

万豪国际集团亚太区总裁
兼董事总经 理高 思 盟 (Simon
Cooper) 表示：“万豪国际集团一
向以人为本， 全力以赴为客人、
合作伙伴及员工开启机遇之门。
我们相信教育是贯彻这个宗旨
的关键，而专注支持年轻一代的
教育更是重中之重。 我们很高兴
能和姚基金合作，为中国的教育
作出贡献。 ”

高思盟表示：“姚明是中国
最受欢迎的运动员之一，也是万
千中国青少年的楷模。 他对中国
贫困地区的大力支持有目共睹，
此外，姚明发挥了自身的巨大影
响力，致力担当表率为社会创造
价值，他的努力方向和信念与万
豪国际集团的核心价值非常一
致。 姚明的支持环保努力与万豪

国际集团一直在全球恪守的“万
豪服务精神”可谓异曲同工。 并
且在未来几年内，万豪在中国的
酒店数目将翻一番， 新增至 140
多家。 有鉴于此，本人深信万豪
国际集团与姚基金的合作肯定
会一举取得成功，为社会带来巨
大的正能量。 ”

在论及姚基金与万豪国际

集团的合作时，姚明表示：“本人
十分感谢万豪国际集团对姚基
金和希望工程的鼎力支持。 万豪
国际集团是世界首屈一指的酒
店集团， 并且在中国发展迅速。
万豪此举将会号召更多本地及
国际企业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
努力为弱势孩子创造健康灿烂
的明天。 ” （杨洪跃）

万豪国际集团携手姚基金助力公益事业
捐赠 500万人民币助姚基金建 3所希望小学

� � 近日， 江铃汽车 2013 年慈
善行从江西宜春启程，宣告本年
度慈善行活动踏上新的征程。

“重走红军路，共建爱心桥”是此
次活动的主题。本次活动的首发
站宜春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毛泽
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黄公
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
率领红军转战于此。

据了解，“江铃·溪桥工程”
是一项以“架设爱心，让过河者
有其桥”为宗旨，为我国欠发达
地区提供资金建造便民桥，同时
开展捐衣送暖、捐书助教等爱心
活动的大型公益活动。 自 2007
年 4 月启动至今，“江铃·溪桥工
程” 已投入慈善资金近 2000 万
元，在我国 20 省 61 个县市 113
个乡镇援助修建便民桥 159 座，
受益村民达到 40 多万人。 作为

“江铃·溪桥工程”大型公益项目
的主题活动———江铃汽车慈善
行，至今已举办 13 次，累计行程
8 万多公里， 遍及 27 省 200 多
个城市， 开展了慈善主题活动
300 多场。

活动首先在宜春赣西江铃
展厅举办发车仪式。主持人引用
江铃汽车集团董事长王锡高的
话介绍了活动的背景和意义。

“作为江铃溪桥工程项目的发起
人和资助者，我觉得一座座便民
桥比汽车珍贵许多，我们乐意付
出心血和汗水， 为家乡牵线搭
桥，未来我们将用车轮，承载着
更多的爱心洒遍赣鄱大地”。 发
车仪式后，10 多辆装饰爱心车
贴的江铃汽车满载爱心前往萍
乡市芦溪县麻田镇蔡家村，参加

“江铃·溪桥工程”NO.158 便民
桥竣工仪式。中国扶贫基金会秘

书长助理王军、江铃汽车销售总
公司副总经理毛春鸣、中国汽车
新闻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李修
贤、江西省扶贫办社会扶贫和对
外联络处处长郑步林等领导嘉
宾出席了仪式。

据蔡家村书记介绍 ，NO.
158便民桥是一座在古木桥址上
建成的水泥桥， 桥长 32 米，高
2.6 米，两旁各有 16 个桥桩安装
着护栏。 2012年 8月 8日，便民
桥由江铃汽车捐资 6 万元，地方
配套资金 9 万元，通过中国扶贫
基金会正式援建。 在原来的桥址
上，曾有一座古木桥，当年毛泽
东同志带领的红军队伍就在这
座木桥上走过。 20 世纪六十年
代，木桥被山洪冲垮，再也没有
重建。 当地蔡家村、东家村、灰炉
前村近 5千村民，翘首期盼了 40
多年。

参加完竣工仪式之后，慈善
行车队来到了芦溪县少儿关爱
中心，爱心车队带来他们喜欢的
图书和礼物， 并与 40 多名孤儿
一起开开心心过生日、 唱生日
歌，做游戏、过端午节。质朴的孩
子们制作了特色小礼品回赠大
家，还表演了精心准备的节目。

溪桥工程项目负责人介绍
说，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一直
以来致力于为欠发达地区修建
便民桥的公益事业，同时，此次
到芦溪县少儿关爱中心开展活
动， 也是期望通过开展关爱活
动， 唤起社会对孤儿的更多关
注。

据悉，本次慈善行还将奔赴
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区，与当地
的江铃爱心车主一起开展公益
活动，播洒爱的阳光。 （张吉红）

6 月 20 日，中华环境保护基
金会“萤火行动”项目在奥林匹
克森林公园正式启动。中华环境
保护基金会基于环保与扶贫助
困、教育结合，开发适合环境保
护公益特征的微公募项目，启动

“萤火行动”，通过清洁的太阳能
资源为边远山区民众送去福祉。

该项目的启动标志着中环
环境保护基金会在公众募资方
面迈出尝试性的第一步。

搭建民众参与环保平台

太阳能“萤火光明袋”是“萤
火行动” 的核心内容， 价值 100
元。包括一盏太阳能多功能便携
灯、一只环保书包、一本环保手
册、100 分钟环保课时培训。 此
灯可持续使用两年以上，解决偏
远无电区民众的生活照明、山区
孩子上学路途照明和灾区应急
照明需求，减少普通碱性电池使
用回收难度大而对土壤的污染。
同时为乡村培养一批环保引导
员与乡村环保志愿者，促进农村
生态文明建设。 该项目在 2013
年 8 月将首批为青海可可西里
的 10000 户游牧家庭和云、 贵、
川、陕等山区的 10000 名走读学
生送去 2 万套“萤火光明袋”。

近年来中华环境保护基金
会一直思考环保公益的方向，其
中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如何把
环保与民生、教育、扶贫助困、人
的健康结合。“萤火行动”是一次
尝试，重在为民众搭建参与环保
公益的平台。活动聘请歌手尚雯
婕担任该项目的宣传大使，通过
音乐和新媒体，影响更多公众参
与。在项目启动至 8 月底的两个
多月时间内，凡为萤火行动奉献
爱心的公众，都有机会得到尚雯

婕的邀请， 出席在北京举办的
3000 人“尚雯婕公益音乐分享
会”。

“萤火行动”是中华环境保
护基金会近年来尝试启动的第
一个微公益项目。“其实我们一
直在考虑多少钱才是公众捐款
容易接受的门槛。 受技术条件所
限，以前便携式太阳能多功能灯
成本很高，现在技术不断成熟，成
本逐渐下降后，‘萤火光明袋’的
价格控制在 100元。”中华环境保
护基金会秘书长李伟告诉记者。

另外，李伟坦承，“萤火光明
袋”受到中国中国扶贫基金会的

“爱心包裹” 项目和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的“母亲邮包”项目的
启发———这两个都是面向公众
筹款的项目， 一个包裹/邮包的
价格最低的都在 100 元。“只要
能解决我们所关注群体的实际
困难，项目采用何种形式并不重
要。 ”李伟说。 李伟认为“萤火光
明袋”不仅仅提供物品，而是与
软件的环保知识培训结合在一
起，“这也是这个项目的创新探
索之处。 ”

据了解，这 100元的“萤火光
明袋”， 基金会只收取 8%的管理
费，其余 92%都用于服务对象。

千万无电民众渴望光明

“萤火行动”源自中华环境
保护基金会在青海三江源和新
疆喀什地区开展的“太阳能援助
工程”。近三年来，环基会为那里
的 24 个村 43 所学校安装和派
送价值达 1800 万元的集中光伏
发电、独立分户式及便携式太阳
能光伏发电设备，使 2 万多人用
上了电灯、看上了电视。

在和当地居民的接触中，基

金会发现，在我国西藏、青海、新
疆等偏远地区至今还有 387万的
无电人口。 在更为广泛的山区乡村
调查中发现， 就读的 5000万乡村
学生中有近 2500万属于走读生。
走读学生散居在地域广阔的山区，
许多小学生需要步行很长时间的
山路才能到校， 部分学生甚至要
步行 2—3小时才能到校。 2012年
还有打着火把上学的孩子， 而更
多的是打着手电筒上学。

“鉴于无电民众对光明的渴
望，我们设计了‘萤火行动’，为
人们参与公益提供平台。 ”李伟
告诉记者，究竟为当地居民提供
何种形式的环保产品，基金会一
直在不断地探索。 刚开始时，基
金会为灾后玉树的一个村庄安
装了 60 盏太阳能路灯， 路灯照
亮了高原的夜空，被当地人亲切
地称之为“小香港”。 然而，在最
初的惊喜过去后，基金会的工作
人员发现，美丽的街灯只能亮在
大街上，而当地居民的屋里依然
黑暗一片， 基金会下定决心：一
定要想办法将光明搬到屋里面。

“萤火光明袋”中的太阳能
多功能便携灯，既可以在山路上
当手电筒用，也可以摆在课桌上
当台灯使用，还可以挂在房间里
当照明灯。 只要有太阳光，便携
灯便能持续发光。文创太阳能公
司负责该产品的研发和技术支
撑。“一个萤火虫的光芒虽然很
微弱，但如果数量多了，也会带
来驱散黑暗的光明。”李伟说。在
谈到对于基金会这个公众筹款
项目的筹款预期时， 李伟很谨
慎：“没有预期，我们一直在摸索
中，希望能够不断地对这个项目
进行完善，做到公开、透明，见人
见物见成效，并接受社会各界的
监督和考量。 ” （徐辉）

“萤火行动”启动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微公益项目试航

重走红军路，共建爱心桥
———江铃汽车慈善行活动宜春启程

村民代表易叁泉向江铃汽车销售总公司副总经理毛春鸣赠送牌匾


